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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观意字[2017]第 GZ17Z2392 号 

 

致：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

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聘请专项事务

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申请其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并

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提供法律

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

露细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就公司本次

挂牌并公开转让所涉及有关事宜出具了《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

所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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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7 年 09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本所律师就《反馈意见》中需要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有关法律问题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一）《法律意见书》中所述及之本所律师之声明事项，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

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三）除非另行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定义、名称、

简称与其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截至出具日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具，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规定的理解和对有关

事实的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五）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提供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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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件及资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

开转让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股转公司，并依法对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之目的使

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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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意

义： 

本所 指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 

公司/股份公司/腾飞基

因 
指 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康检验 指 中山瑞康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达瑞生物 指 
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广

州市达瑞抗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达安临床 指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瑞安医学  指 广州瑞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中山市工商局 指 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山市卫计局 指 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关于广东腾飞基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腾飞基

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 

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 指 
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期 指 2015年 01月 01日至 2017年 02月 28 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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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司特殊问题 

一、《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公司第二次反馈回复中

提及：“公司子公司瑞康检验属于医学检验实验室，其主要职责是为

各级医疗机构提供检验服务。瑞康检验负责标本运输、标本检验以及

报告出具工作，而标本采集环节中的采血工作由合作的医疗机构完

成，这些医疗机构均为具有采血资质的医院，公司不存在与非专业机

构合作的情况。”但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却与多家公司签署检测服

务及采血管采购。 

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子公司是否具备回复中所提及业务的操作

能力，是否存在与事实情况不符的情形，公司子公司与医疗机构完成

采血、检测等服务是否真实，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一)公司子公司是否具备回复中所提及业务的操作能力，是否存

在与事实情况不符的情形 

1、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子公司瑞康检验已取得如

下资质： 

序

号 
资质名称 

权属

人 
核准范围 

证书

编号 
发证时间 

发证机

关 
有效期限 

1 

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

证 

瑞康

检验 

核准中山瑞康医学

检验所登记，并准

予执业，诊疗科目

为医学检验科；临

床免疫、血清学专

业；临床细胞分子

遗传学专业 

MA4UM

T6414

42000

15P12

02 

2016.06.

20 

中山市

卫计局 

2016.06.

20-2021.

06.19 

2 

临床基因

扩增检验

实验室验

瑞康

检验 

开展项目为地贫基

因检测、染色体微

阵列基因芯片检测 

00408 
2017.09.

08 

广东省

临床检

验中心 

2017.09.

08-2022.

09.07 



观韬律师事务所                                                  腾飞基因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6 

收合格证

书 

2、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子公司瑞康检验的工作人

员均具备相应资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人员姓名 职位 资质 

1 王冬娥 实验室主任、技术负责人 临床医学检验主任技师 

2 叶家芳 
实验室主任助理、新筛实验

室主管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中级 

3 吴剑杨 质量负责人 临床医学检验主任技师 

4 韩春侠 
质量安全管理员、PCR 实验

室核心技术员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中级 

5 何晓玲 临床执业医师 
《医师资格证书》、《医

师执业证书》 

6 黄静 新筛实验室核心技术员 主管检验师 

7 方弘 新筛实验室技术员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初级

（士） 

8 刘波 
新筛实验室技术员、PCR实

验室技术员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初级

（士） 

9 赖有国 PCR实验室主管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中级 

10 康艳 PCR实验室核心技术员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中级 

11 魏彦华 PCR实验室技术员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初级

（师） 

12 邹倩 PCR实验室技术员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初级

（士） 

13 吴桂容 PCR实验室技术员 理化检验技术初级（师） 

14 罗玉丽 PCR实验室技术员 

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

室技术人员上岗培训合

格证书 

15 梁婷 

PCR实验室技术员 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

室技术人员上岗培训合

格证书 

16 潘国花 

PCR实验室技术员 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

室技术人员上岗培训合

格证书 

17 莫健强 

PCR实验室技术员 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

室技术人员上岗培训合

格证书 

18 陈琬琳 

PCR实验室技术员 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

室技术人员上岗培训合

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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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中山市工商局出具的证明，自 2016年 03月 22日至 2017 

年 05月 19日未发现瑞康检验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不良行

为。根据中山市卫计局出具的证明，自 2016年 06月 20日至 2017年

06月 19日，暂未发现瑞康检验存在违反《执业医师法》、《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等卫生计生法律法规情况，在中山市卫计局无行政处罚

记录。 

(二)公司子公司与医疗机构完成采血、检测等服务是否真实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经营性合同、业务往来单

据中的申请单、采样单、检测报告及经本所律师抽查主要客户与医疗

机构签署的委托协议，子公司瑞康检验在从事基因检测服务的过程

中，采血工作是由医疗机构完成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签署时间 
合同相对

方 

报告期内确认金

额（元） 
合同内容 具体负责采血的医疗机构名称 

1 2015.04.01 达瑞生物 7,403,495.87 检测服务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襄

阳市中心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浙医二院滨江院

区、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2 2016.10.08 

南方医科

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 

1,695,368.00 检测服务 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3 2015.12.01 达安临床 1,480,867.88 检测服务 

西安友谊医学检验所、西安市长

安区妇幼保健院、富平县妇幼保

健院、榆林博爱医院、西安 630

医院、紫阳县妇幼保健院、无锡

虹桥医院、花垣县人民医院  

4 2016.08.01 瑞安医学 1,158,018.87 检测服务 

上海市虹口妇幼保健院、淮北市

中医医院、黄山市妇幼保健院、

九江市第六人民医院、九江县人

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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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子公司具备回复中所提及业务的操作能力，

不存在与事实情况不符的情形，公司子公司与医疗机构完成采血、检

测等服务真实。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

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页是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盖章、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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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是《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的签字盖章页）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张  珺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王  宇                 张司祺 

                                       

 二○一七年   月    日 

 

 

 

 

 

 

 

 

 

 

 

 

 

 

 

 

 

 

 

  


